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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项目组经过连续多年全面深入的工程调研分析、全过程关联的试验观测与工程验证，完成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从产生源头到接纳水体各关键环节的工程运行特性、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和阐明了城市污水管网污染物
转移转化、生物除磷脱氮功能微生物响应、活性污泥膨胀及生物泡沫、污泥稳定化、新型微量污染物迁移转化、接
纳水体水质演变的工程运行特性、技术机理和调控机制，创新发展了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工艺设计与优化运行的工程
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工程对策措施，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建设、优化运行、技术标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 关键词 ] 城市污水；污水管网；除磷脱氮；微量污染物；污泥稳定化；运行特性；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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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ntinuous years of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pilot test and verification, the project team has
completed the research on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from the headstream of wastewater to receiving water.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mechanism about the process of pollutant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sewage system, microbial response to biological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removal, activated sludge bulking and biological foam, sludge stabilization, emerging micropollutants
transportation, and receiving water quality evolution. It developed the basic theory, technical processes, and related
engineering measures, which provides stro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optimization, technical standard and policy establishment of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wastewater, sewer system,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micropollutant, sludge stabilization,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mechanism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建成区大面积扩张，污

碳源损失和水质波动，而污水管网生物相中的微生物代

水处理厂的数量和处理规模不断增加，进入新世纪，在

谢也显著改变污染物形态与含量，在提高污水可生化性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过程中，经常遇

同时，也进一步导致管网中甲烷的溢散与碳源的无效流

到以下问题：

失，造成污水碳源不足和碳氮比例失调；大量来源于干

（1）城市污水管网系统的完善程度和运行状态对
后续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有很大的影响；
（2）生物除磷脱氮系统在设计运行时需要面对动

湿沉降、施工泥浆、土壤流失、固体废弃物的惰性悬浮
固体进入管网，导致后续生物池污泥产率大幅度升高、

MLVSS/MLSS 比值大幅度降低，见图 1。

态复杂多变水质环境条件，功能微生物之间如何响应以
及工艺设计和运行参数如何率定；
（3）国内污泥处理处置缺乏泥质理化特征和应用
基础理论研究，实际运行结果与国外成熟研究成果和经
验数据差距较大；
（4）新型微量污染物在污水处理全流程中的迁移
转化及去除机理缺乏系统深入研究；
（5）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水体后，氮磷及微量金
属元素对城市景观水体中藻类和水体环境的影响等，都

图 1 污水管网中污染物沿程转化和生物代谢耦联机制

Fig. 1 Co-variation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biological metabolism of pollutants in
urban sewer system

亟待开展基础性研究。
针对上述工程应用基础问题产生的原因、特性与工
作机理、单元构成及其实施方式，进行客观辨证的基础
性试验研究与工程运行分析验证显得尤为重要，是工艺
技术可行性判断、工艺过程诊断分析和精细化运行管理
的理论基础，通过水专项“十二五”课题的实施，项目
组开展了从产生源头到接纳水体的设施设计建设和运行

图 2 污水管网水质转化过程的模拟预测

Fig. 2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water quality
transformation in sewer system

调控基础理论与创新技术研究。
针对污水管道易沉积淤塞、影响正常运行的问题，

1 揭示城市污水管网污染物转移转化规律并形
成水质调控途径与技术方法

结合多元作用下的污染物沉积运移特性，研究构建了污

研究发现城市污水收集输送过程中，主要污染物在

预测管网沉积点位和水质水量变化的管网预测模拟系统

水输送过程污染物转化途径与归宿评价模型，开发了可

多重物化、生化协同作用下，发生显著转移转化。其中，

（见图 2），形成沉积源头控制与管网改造的系统技术

长时间低流速和地表无机物入流引起的沉积作用，加剧

方法，奠定污水管网运行调度、处理厂入流污染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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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水质调控的科学基础和实践数据，研究创立了基于

发污泥膨胀及生物泡沫的主因，而微丝菌本身有助于功

进水水质构成变化的生物工艺设计计算新方法，为城镇

能菌在活性污泥絮体上的附着及氮磷去除。

污水处理系统提质增效及系列行业政策文件编制提供有

在膨胀可控情况下不会对氮磷去除效能造成不利影
响，可适度利用丝状菌强化氮磷去除；确认正常期和膨

力支撑。

2 探明动态复杂条件下生物处理系统功能微生
物响应机制与调控模式及整体改进策略

胀期活性污泥优势菌群均为变形菌门，门水平结构基本
不变，但承担主要脱氮功能的 β- 变形菌纲膨胀期丰度
明显高于正常期。

进一步明晰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特有的水质水量

生物泡沫优势菌群为变形菌门及放线菌门。SVI 高

规律性时空变动、水质构成复杂多变、进水无机悬浮固

于 200 时，可通过提高污泥负荷等有效控制污泥膨胀及

体含量高、碳氮比明显偏低、水温季节性变动等动态复

生物泡沫。

杂条件；研究发现此条件下功能微生物的工艺过程响应
特征、菌群结构及季节分布规律，明确水温是影响功能
微生物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菌群结构与生物系统功能
区分布及运行条件密切相关、悬浮填料对硝化菌具有选
择性富集且在冬季低水温时更为明显、植物根系生物膜
效应强化活性污泥效能等响应特征。
结合工艺过程速率测定，揭示和阐明功能微生物的
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创新提出具有强化功能区微生物
性能，耦合碳源损耗控制、反硝化除磷、消氧区设置、
多点进水、碳源投加点优化的功能区改进、工艺布局及
动态运行调控整体策略，对提升动态复杂条件下污水除
磷脱氮系统的效能、运行稳定性、降低能耗物耗具有理
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图 4 污泥负荷、水温与 SVI 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among sludge loading, water
temperature and SVI

4 揭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稳定化指标变化特
征并提出表征稳定化的新指标及核心参数
通过调研我国 7 个流域 30 座不同污水处理厂污泥
的理化指标，揭示了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污水处理厂泥质
的季 / 月 / 周变化较大、冬季有机质含量较高的时空变
化规律，发现我国污泥有机质普遍低于 40%，主要原因
为砂含量高（14%~57%）、平均粒度小（60μm 以下），
常规沉砂难去除（见图 5）。

图 3 功能微生物种群结构变化特性

Fig. 3 The variety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al microbial
population structure

3 揭示除磷脱氮系统污泥膨胀及生物泡沫的发
生机制和可适度利用的特性
通过大量运转正常的污水处理工程测试验证，确认
低温（≤15℃）和低污泥负荷（≤0.1kg BOD5/kg MLSS/

图 5 不同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泥质对比数据

Fig. 5 Comparison data of sludge quality from different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d） 时， 易 发 生 污 泥 膨 胀 及 生 物 泡 沫，SVI 值 常 达 到
150~250mL/g（见图 4）。

在此基础上，超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 稳

借助形态学鉴定和高通量基因测序等先进检测手

定 标 准》（CJ/T510） 中 规 定 的 有 机 物 去 除 率、 粪 大

段，发现以微丝菌为优势菌属的放线菌门过度增殖是引

肠菌群菌值、耗氧速率和种子发芽指数等指标要求，

26 ∣ 建设科技

2021 No.13

一等奖

郑兴灿等：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特性与调控机制

创新提出以污泥处理产物可生化性和光谱特征为核心

污泥处理的关键技术选择，形成的基础数据库，为城市

的稳定化指标评价体系及核心参数；选择污泥生化产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过程新型微量污染物的管理和控制提

酸 潜 势（BAP）、 三 维 荧 光 信 号、 荧 光 复 杂 指 数、

供了关键性的数据基础和科技支撑。

SUVA254、E4/E6 和有机质酸化率作为厌氧消化评价指
标，选择 SUVA254、溶解性有机碳（DOC）/ 溶解性
总氮（DTN）、K275-295/K350-400、类腐殖酸荧光强
度及类蛋白荧光强度等作为好氧堆肥及厌氧 + 好氧组合
的评价指标。

5 率先阐明城市污水处理工艺全过程新型微量
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控制途
径与工艺技术方法

6 探明一级 A 出水对受纳水体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并提出水质控制策略
对比研究接纳和未接纳一级 A 出水的城市景观水
体，从感官性状、氮磷营养物、藻类生长、生态毒性、
卫生风险等 5 大类 21 个指标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级

A 出水对受纳水体营养物形态、微量元素、藻群分布和
卫生风险的影响特征；与非受纳水体相比，受纳水体主
要营养物为正磷与硝态氮，底泥比重低易悬浊，蓝藻 -

研究创立了 130 种新型微量污染物（药物和个人护

绿藻 - 硅藻共生共存，藻类多样性高，微量金属元素、

理品、内分泌干扰物、全氟化合物等）的高灵敏液相色谱 -

叶绿素 a、大肠杆菌和特征病毒均高于自然补水水体。

质谱检测方法。对全国 10 省市共 17 家污水处理厂进行

水体氮磷营养物、主导性藻类、病原微生物随补水年限

长时间监测，70% 以上物质可在进水中检出，表明各类

延长而显著富集，底泥微生物多样性和病原微生物含量

污染物在城市污水中普遍存在，检出物浓度水平普遍为

随补水年限延长而增大。

ng/L~μg/L（见图 6）；研究发现药物和雌激素类浓度
呈现冬季高于夏季的差异，而人工化学品相关的酚类内

在此基础上，创新提出了以正磷为主、硝态氮适度、
微量元素为辅的整体性水质控制策略，见图 7。

分泌干扰物和全氟化合物类与所接纳工业废水有关，因
此，非常需要加强污染源管理。

图 7 再生水补水型水体环境特征及水质调控策略

Fig. 7 water characteristics and wate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using reclaimed water

7 技术示范与应用
图 6 不同微量污染物在污水处理厂进水中的分布特征

项目形成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设计计算方法、弹性

Fig. 6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工艺布局、设计参数修正、运行调控模式、控制途径与

micropollutants in WWTP inﬂuent

技术方法，在天津、济南、青岛、西安、常州、无锡、
上海、济宁、昆明等地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和

通过大量试验检测，阐明了新型微量污染物在城市

运行管理中得到大量工程应用示范（见图 8），有效降

污水处理工艺全过程的迁移转化规律，发现不同生物处

低了外部环境和水质水量波动等因素对污水收集、处理

理工艺对微量污染物去除效果无明显差异；试验验证并

及接纳系统的不利影响，形成了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设计

确认臭氧氧化、反渗透、高温厌氧消化等工艺单元对微

建设与高效稳定运行的行业标杆性应用范例，形成工程

量污染物具有明显的去除效果，可作为污水深度处理和

技术创新团队，为我国城镇污水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下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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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监测设备，可实现各系统的精细化分段控制，提高污
染物脱除效率和稳定运行的能力，具有工艺协同、污染
物处理负荷适应性强、操作安全性高的特点（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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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项目整体技术成果应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垃圾高
效清洁焚烧技术水平，推动了我国垃圾焚烧行业技术变
革。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和“走出去”战略
的深入实施，预期将形成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效益。本项目以实现大规模化生活垃圾清洁焚烧、高效
余热利用、污染物超低排放为目标，在大型炉排炉、高
效余热利用、污染物控制及超低排放等领域攻克了多项
“卡脖子”技术难题，并实现了技术集成创新和工程化
应用，构建了面向大规模生活垃圾高效清洁焚烧技术和
标准体系，并在全国行业范围内实现了产业化应用推广，
取得了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图4

Fig.4

污染物控制及超低排放整体技术方案

Overall technical scheme of pollutant control and
ultra low emission

采用“预处理 + 调节池 + 厌氧 + 外置式膜生化反

（上接 27 页）
可靠的工程应用基础理论和切实有效的技术方法。

应器（MBR）+ 纳滤（NF）+ 反渗透（RO）”工艺处
理以渗滤液为主的高浓度废水，开发“物料膜 + 高压反
渗透”的浓液减量工艺，针对纳滤浓缩液采用两级物料
膜工艺，分离出含有腐殖酸的高浓度有机废液，可入炉
焚烧，清液与传统工艺纳滤产水混合；针对反渗透浓缩
液，采用高压膜工艺进一步浓缩，清液进行冷却水回用，
减量后的浓液代替工艺水作为半干法脱酸的制浆溶质，
实现了渗滤液浓缩液的再利用。渗滤液处理系统整体产
水率提高到 80% 以上。
构建了飞灰储存及飞灰稳定化系统的工艺优化系

图8

统，有效克服了飞灰板结及飞灰稳定化效果不明显，铅
等重金属易浸出的技术难题，改善了飞灰螯合稳定化的
效果，实现了飞灰稳定、高效的稳定化处理。

5

应用及总结

示范应用现场

Fig.8 Demonstration sites

8 小结
项目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大批量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和
城市水体整治工程项目，以城市水污染控制的关键环节

本项目成果涉及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中的焚烧、

（城市污水管网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

高效余热利用、污染物控制及超低排放等技术领域，形

景观水体系统）为研究重点，揭示和阐明了城市污水管

成了完整的生活垃圾高效清洁焚烧产业链。

网污染物转移转化、除磷脱氮功能微生物响应、污泥膨

项目技术成果已在上海、宁波、青岛、西安等全国

胀及生物泡沫、污泥稳定化、微量污染物迁移转化、接

100 多个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中得到应用，超过 750 吨 /

纳水体的运行特性、技术机理和调控机制，创新发展了

日的焚烧炉合计焚烧处理规模约 7.1 万吨 / 日，占全国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工艺设计与优化运行的应用基础理

同类产品规模 40% 以上。

论、工程技术方法及整体性对策措施，形成了一批体现

余热锅炉对应的焚烧规模超过 6.3 万吨 / 日；可实
现烟气超低排放的垃圾焚烧项目的处理规模约 2.4 万吨

多环节成果的工程应用案例，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设计建设与高效稳定运行提供成功范例与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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